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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简介

　　我们这一生最真实、最重要的事情是提升自己的

灵性。世间功名利禄全是假的，一口气上不来，“万

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到头来身不由己，随业流

转。请看本期专栏。

　　体是理，相是事。我们心中没有牵挂、妄想、

分别、执着，与体相应，就是见性，与性相应。事

上不必离开它、破坏它。请看《金刚经讲义节要述

记》。



本期专栏

      净宗修学理念精要（下）

二、人生目的是不断提升灵性

　　人生的目的在哪里？人生的目的是不断的学习，

提升自己的灵性。我们知道身体有生灭，灵性不生不

灭，所以身的生灭我们不必看得很重，灵性的提升才

重要。身灭了之后，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是真正懂

得向圣贤人学习，灵性肯定往上提升；如果不了解圣

贤教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私自利、贪瞋

痴慢，灵性就会往下堕落。

    1、懂因果 顺自然 身心自在福慧增

　　如果能够看破，自然就能够放下，会非常轻松、

非常喜悦的放下，放下之后就得自在；真正得自在，

法喜充满，我们才能随缘。“随缘”二字在佛法里，特

别是大乘佛法，随缘是随顺自己的法性。随顺法性这

句话比较难懂，用现代话来说，就是随顺大自然的法

则，随顺大自然的秩序，这是最健康、最幸福、最完

美的。

　　“随缘”这个科目，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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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因为它的理跟事都非常之深。首先要肯定人人都

是好人，《三字经》上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尤其宗教教育，我们一定要肯定

人性本来都是善的。这个善是至善，是圆满的善，没

有丝毫欠缺的善，也就是佛在经上讲的佛性。一切众

生皆有佛性，佛性是至善的。

　　人为什么会变成不善？不善是习性，所谓是习惯。

古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谓“习惯成自然，少

成若天性”，所以这是习气；也就是说我们被世俗染污

了，变成不善。不善不是我们的本性，造作一切恶业

也不是我们的本性，本性决定是至善，这是我们首先

要肯定的。

　　我们肯定人性本善、法性（一切万物）本善，本善

里面决定没有冲突，所以和平是性德，它没有冲突，

它是和谐的。外面是大宇宙，我们的身体是小宇宙，

小宇宙跟大宇宙完全相应，完全是顺乎自然。我们要

懂得随顺自然，不可以改变自然，如果改变、破坏自

然，祸害就来了。

　　现在的整容就是破坏自然，为什么？你觉得父母生

的面孔不好，你要改变，这一改变，副作用就是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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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受苦受难。我在澳洲遇到一位同修，她的鼻子常常

发炎，苦不堪言。我问她：妳这是怎么回事？病怎么

得的？她说二十年前整容造成的，二十年间受尽了苦

头。我说这是破坏自然，妳一定要接受这个果报。

　　大环境，我们的地球亦复如是。今天科技发达，人

类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肆意破坏自然环境，

于是遭受天灾的果报。所以天灾从哪里来的？不是天

然灾害，而是人类不善的心行感召的。佛法讲“万法皆

空，因果不空”，种什么因有什么果报，所以说“菩萨

畏因，众生畏果”，这是真的。

　　再深一层去观察、体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古谚语所谓的“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一生命

里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聪明智慧，有多少寿命，都

是命里注定的。这些都是属于自然，能够随顺自然就

心安理得，如果还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福报自

然会增长。

    有一个同学以前很喜欢和人争，学佛之后觉悟了，

做生意不跟人争，处处让别人，替别人着想。他告

诉我，头两年生意往下降，收入减少，可是第三年以

后，他所得到的收获是成倍数增加，比以前争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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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还多。我就告诉他：你从这里就能体会到，过

去你跟人家争，你所得到的是你命里应该有的，打对

折了，因为你的心不善，行为不善。你本来要发一百

万的财，但以不正当的念头、不正当的手法跟人争，

害别人，你所得到的只有五十万，打折扣了。现在你

觉悟了，不跟人争，能够随顺自然，有也好，没有也

好，你命里该有一百万的福报，一百万都得到了。有

时候你好心帮助别人，这等于说你命里还要加利息，

本来一百万，你可以得到一百一十万、一百二十万，

自自然然的。因果一点都不差，你要明白这深一层的

道理。懂得随顺自然，你所得的利益是圆满的。这个

道理，《了凡四训》讲得非常透彻，所以这本书不但

要读，还要认真研究，你这一生得功名富贵、健康长

寿。正是佛法常讲的“佛氏门中，有求必应”，求要如

理如法，要是真正懂道理，晓得怎么求，会得到圆满

的果报。

    今天我们生活环境非常恶劣，这些是不是我们命里

有的？不是。生长在现代社会的人，绝大部分福报都

很大，也很有智慧，为什么会变成眼前这样？总的原

因是没有接受圣贤教育，不懂得宇宙人生的真相，随

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才造成这样一个不美满的生

活环境。如果我们能接受圣贤教育，深入经藏、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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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趣，努力依教奉行，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去做，

佛不让做的我们决定不做，这样一来，我们身心清净、

智慧增长，不会受外面任何影响，我们生活在美好的世

界。身灭了之后，我们的灵性是向上提升的，自己清楚

明了，没有丝毫恐怖。

    2、净生慧 善生福 十善业道是根基

　　很多年前，我们提出大乘学习的总纲领、总原则，“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起心动念要与

它相应，决定不能违背，这十个字就是我们的真心、

本性、本善。我们的行为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

缘、念佛”，只有到念佛才圆满。

　　我们的心不能有丝毫不善夹杂，言行不能有丝毫不

善夹杂。心要纯净纯善，净生慧，善生福，这叫福慧双

修，能得到福慧圆满。

　　所以一定要深入经教，要懂得，要做到，把经典变

成自己的生活、工作，变成自己的处事待人接物，到这

个时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也

就是佛法讲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

6



　　一定要真修，这一生不能让自己空过。要真正有

成就，首先要把内心对一切人、事、物的矛盾与对立化

解，这叫真功夫。然后自自然然做到心不生恶念，口不

出恶言，身不造恶行。“不念旧恶”，别人以前对不起我

的事情统统把它放下，不再去想。“不憎恶人”，世间

作恶的人很多，不讨厌他，为什么？我们生怜悯心，他

的本性本善，之所以造作不善，是因为没有受过圣贤教

育，父母、老师、长辈都没有教，很可怜，我们应当原

谅他。

　　要记住，我们这一生最真实、最重要的事情是提

升自己的灵性。世间功名利禄全是假的，一口气上不

来，“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到头来身不由己，

随业流转。所以遇到佛法要认真修学，对照《十善业道

经》，护持好自己的身口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再能“一门深入，老实念佛”，这一生才不叫空过了。希

望大家努力！

 >>续载中

恭录自净空老和尚讲演

7



经论辑要

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289）

八三、约余度明  正明

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

　　《金刚经》读到此处，诸位都能尝到一点法味，

有一点法喜。

５.菩萨行以般若为主，即以空为主也。所以虽不应坏

有，仍不应著有也。虽会归中道，中亦不着。此佛

菩萨所以以大空三昧为究竟。以无智无得为得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

　　“菩萨行以般若为主，即以空为主也。”般若是说

空，空不作无解，否则即错解般若的义理。我们一定

要了解透彻，空是有，不是无，然后才能修菩萨行。

菩萨行以般若为主，决定不离般若，否则即非菩萨。

世尊在此经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

相，即非菩萨”。有四相，则没空。必须将我相、人

相、众生相、寿者相都空掉、舍离，方是菩萨。这四

相的事相仍在，空掉心中执着的事相，而不是空外面

的事相。外面的相理事无碍，性相一如。性不离相，

相不离性，是理事一如，理事不二。不但理事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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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事事不二，事事无碍。

　　《华严经》云，“芥子纳须弥”，大能入小，芥子

（芥菜子）可装入三千大千世界，芥子没有放大，三

千大千世界没有缩小，这说明事事无碍。因为每件事

都是法性，性融通无碍，性所现的相，没有障碍。离

一切妄想、执着，就是无障碍之境界，即《华严经》

上说的“不思议解脱境界”。

　　般若是智慧，即心中不着相，因为体上虽没有相，

体会现相。体是理，相是事。我们心中没有牵挂、妄

想、分别、执着，与体相应，就是见性，与性相应。

事上不必离开它、破坏它。“所以虽不应坏有”，有是

自性变现的，相就是性，性就是相，不须破坏。

　　诸佛菩萨，如《普门品》所说，“千处祈求千处

应”。千不是数字，千是十的扩大，十个十就是一百，

十个一百就是一千，十表圆满，将此圆满扩大，所以

千代表大圆满。尽虚空遍法界，何处有众生念观世音

菩萨，观世音菩萨就起感应。观世音菩萨应化在十法

界、六道，不但不破坏六道的相，菩萨自己还会现

相，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

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感应道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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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议！所以没有坏相。虽没有坏相，“仍不应著有也”。

般若的空就在这一句，不应执着。

　　“虽会归中道，中亦不着。”中道不存，中道也不能

执着。心里执着中道，就错了。心想我现在二边都不执

着，其实已着了，二边都不执着，就是着了中道。由此

可知，一起心、一动念就着了。我不起心、不动念，已

经着了不起心、不动念。六祖云，“本来无一物”。如果

有一个“本来无一物”，仍是执着。六祖虽然说这一句，

但他确实没有执着。他说本来无一物，他真的无一物；

我们说本来无一物，已经着了这一物，此即我们不如他

之处，达不到六祖的境界。六祖真的一切皆空，而我们

一切皆空，还着了个一切皆空，障碍在此。

　　我们学大乘佛法，总是着相。学有，著有相；学

空，着空相，此即何以生生世世修学，连初果须陀洹都

未证得之原因。过去总认为小乘人着相，大乘菩萨不着

相，读了此经才恍然大悟，小乘须陀洹已不着须陀洹的

相，才能证得须陀洹果。

　　佛在此经确实为我们大家授记，我们的善根非常

深厚。我们听此经，不惊、不怖、不畏。因为无量劫

来，我们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累积的善根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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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何以连小乘初果也没证得，原因在于心不

干净，总是有执着，并未真的放下。这种状况之下，

除念佛往生之外，没有第二条路；仍有这微细的执

着没放下，称为带业往生。由此可知，过去生中我们

虽然遇到净土法门，可以带业往生，但是对这个世界

有贪恋，房地产、金银财宝、家亲眷属放不下，所以

阿弥陀佛也不能强迫你去。这说明，能放下这些粗重

的贪、瞋、痴、慢，决定往生；而修学其他的法门，

没指望了生死。江味农居士说过，他学《金刚经》四

十年，写出《金刚经讲义》，可说是历代《金刚经》

注解的权威，无人能超越他，他自己仍老实念佛，求

生净土。净土法门之外，禅、教、密，都难。所有大

小乘经典都能帮助人得三界有漏的福报，但无法了生

死、出三界。

　　“此佛菩萨所以以大空三昧为究竟。以无智无得

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话确实说到究竟处，在

佛法中是上上乘法，所谓大乘之大乘，了义之了义，

真的是究竟法。“以大空三昧为究竟”，人空、法空、

空亦空，称为大空三昧。三昧是梵语，译成华文是正

受，正常的享受，即大乘经说的正知正见。切记，是

在心上一空到底，而不是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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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事上，佛教导我们修三福、六和。三福第一句是基

础的基础，修“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事上没有空掉。

要尽心尽力孝养父母，心地清净，不能着相。心中干干

净净是真心，真心离念。真心里没有妄念，用真心孝养

父母、奉事师长，永恒不变。用妄心孝养父母，时间久

了便嫌弃；真心里没有妄念，佛菩萨用的是真心。由

此可知，事与理是一，不是二，有事必有理，有理必有

事，这才是菩萨道、菩萨行，大三空三昧，究竟圆满。

　　学佛人所求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佛门术语称之为“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即无上正等正觉，尊重不翻。

究竟圆满的智慧，《心经》的总结论“无智亦无得”，即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有智有得，与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距离远之远矣。同学们学讲经，因为有智又有

得，所以很困难。如果无智亦无得，展开佛经，喜欢如

何讲就如何讲，长说短说，深说浅说，得大自在，关键

在此。

    佛在此经教我们看破、放下。一放下就看破，一看破

更容易放下，两者相辅相成，得大自在，要真的照做。

无量的智慧福德，是由看破、放下之中得来。

 >>续载中
《金刚经讲义节要述记》讲于1995.5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及

美国，华藏讲记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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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师开示

 勉居心诚敬

　　学佛之人，夜间不可赤体睡，须穿衫裤。以心

常如在佛前也。吃饭不可过度。再好的饭，只可吃

八九程。若吃十程，已不养人。吃十几程，脏腑必

伤。常如此吃，必定短寿。饭一吃多，心昏身疲。

行消不动，必至放屁。放屁一事，最为下作，最为

罪过。佛殿僧堂，均须恭敬。若烧香，不过表心。

究无什香。若吃多了放的屁，极其臭秽。以此臭

气，熏及三宝，将来必作粪坑中蛆。不吃过度，则

无有屁。若或受凉，觉得不好，无事，则出至空地

放之。待其气消，再回屋中。如有事不能出外，常

用力提之。不一刻，即在腹中散开矣。有谓不放则

成病，此语比放屁还罪过，万不可听。吾人业力凡

夫，在圣中圣、天中天之佛殿中，三宝具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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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敢不加束敛，任意放屁。此之罪过，极大无比。

许多人因不多看古德著述，当作古德不说。不知

古德说的巧，云泄下气。他也不理会是什么话，仍

不介意。光三四十年前，常说此事。后试问之，人

不知是何事，以故只好直说放屁耳。唱戏骂人说放

肆，就是说你说的话是放屁。凡有所畏惧，气都不

敢大出，从何会放屁。由其肆无忌惮，故才有屁。

你勿谓说放屁话，为不雅听。我实在要救人于作粪

坑之蛆之前耳。

（续）诫初发心学佛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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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师行谊

  华严四祖  七帝之师  —清凉大师
    

　　清凉大师（公元737～838

年，一说738～839年），讳

澄观，字大休，唐朝人，华严

宗四祖；世称清凉国师，华严

疏主。俗姓夏侯，越州山阴（

今浙江绍兴）人。

一、生即不凡  少立誓愿

　　据史书载，大师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诞生，生

时光明满室，照彻邻坊。稚龄时，即喜聚沙建塔为

戏，及至成人，身长九尺四寸，双手过膝，口有如

佛相之四十齿，声韵如钟。

　　九岁，礼宝林寺体真和尚为师，不到一年就能通

三藏。天宝七年，十一岁，剃发出家，甫着袈裟，

便登座讲演般若等经。

　　大师年少时就发下十誓宏愿（后称清凉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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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以此自励。此十愿为：“体不损沙门之表，心不

违如来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经，性不染情爱之境，

足不履尼寺之尘，胁不触居士之榻，目不视非仪之

彩，舌不味过午之肴，手不释圆明之珠；宿不离衣

钵之侧。”

二、遍历名山  求法参玄

　　唐肃宗至德二年受具足戒，又依常照禅师受菩萨

戒。师为人俊朗高逸，豁达大度，学无不窥，法无

不习。自出家后，遂遍历名山，寻访名师。凡天下

有名的道场，无不有其求法参玄的足迹。

　　干元年中，依润州栖霞寺醴律师，学相部律；后

回本州，依开元寺昙一律师受南山律学；更往金陵

依玄璧法师，受学关河三论。代宗大历元年，在瓦

官寺听受《大乘起信论》及《涅槃经》，又从淮南

法藏法师学新罗元晓的《大乘起信论疏》，随后又

到钱塘（今杭州）从天竺寺法诜法师习《华严经》

。大历七年，又往剡溪从成都慧量法师重新研究三

论。大历十年，往苏州从天台宗学者荆溪湛然法师

学天台止观及《法华》、《维摩》等经疏，并拜谒

牛头山慧忠、径山道钦二禅师，及洛阳无名禅师，

16



谘决南宗的禅法，更从禅僧慧云探习北宗的禅理。一

生广泛参学律、禅、三论，天台、华严等各宗教义。

三、华严疏主  七帝之师

　　大历十一年，历游五台、峨嵋诸山，后仍回五

台，住大华严寺，行方等忏法。同时应寺主贤林之请

讲《华严经》，感觉《华严经》的旧疏文繁义约，发

愿撰新《华严经疏》，从德宗兴元元年正月开始到贞

元三年十二月，历时四年撰成《华严经疏》二十卷，

即是现行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然后在本寺及崇

福寺一再讲演，又为弟子僧睿等作新疏的演义数十

卷，即是现行的《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后

世把疏、钞合刻，略称《华严经疏钞》），故有“华严

疏主”之称。

　　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澄观大师应德宗之诏入

长安，协助罽宾般若法师翻译乌荼国王贡献之《华严

经》后分梵本，共四十卷，世称《四十华严》，又奉

诏于终南山草堂室撰成《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十卷》。

　　次年，为德宗皇帝讲《华严》，被授以“清凉国师”

的称号。不久又参与翻译《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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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证义。澄观大师，身历九朝，先后为七代皇帝

（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

讲经，受到各朝尊敬，累封为国师，可谓历史上绝

无仅有。

四、预知时至  寂后神迹

　　文宗开成四年三月六日，澄观大师预知时至，召

集弟子海岸等人，咐嘱后便跏趺而寂，世寿一百零

二，僧腊八十三。

　　澄观大师圆寂之后，印度有位证得罗汉果的僧人

来中国弘扬佛法，续佛慧命，路过帕米尔高原的地

方，忽见有两个童子，凌空而过，这位僧人用神通

制住二童子前进，乃问他们前往何处？所为何事？

二童答：我们到中国去请华严菩萨的牙齿，准备在

印度文殊堂供养。僧人又问：“何人是华严菩萨的化

身？”二童答：“澄观法师。”言毕，二童凌空而去。

这位罗汉来到长安，将此事奏明皇帝，准许开澄观

国师的棺，果然发现齿牙少了两颗，由此大家才知

澄观大师是华严菩萨的化身，乘愿再来教化众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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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观大师一生虽备受荣宠，但却依本愿信守修

行，其淡泊之志，令人感佩，后世尊奉为华严宗四

祖。大师对华严的主要贡献是记述华严诸师之言

说，光大华严宗，讲说《华严经》达五十遍，著作

有《华严经疏》等书四百余卷，俨然是中国佛学宝

藏中重要的一环。

　　据史记载，唐文宗为之辍朝三日，并撰《华严四

祖清凉国师像赞》，称赞大师：“教融海嶽，恩廓乾

坤，首相二疏，拔擢幽昏。”宰相斐休等重臣缟素，

并为大师撰碑铭：“宝月清凉，寂照法界，以沙门

相，藏世间解。”

恭录自：百度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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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

          颜渊之乐

　　孔夫子很赞叹他的学生颜渊，颜渊具备很好的

德行。在《论语》里孔夫子赞叹颜渊是“不迁怒，不

贰过”。颜渊的改过能力很强，而且他不会发怒，忍

辱的功夫也非常好。颜渊又能做到安贫乐道，“一箪

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颜渊确实做到修身的

功夫。在《论语》里同时也提到颜渊是“无伐善，无

施劳”。颜渊从来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炫耀自己的

优点。他很谦卑，懂得把功劳让给别人，总觉得那

些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恭录自蔡礼旭老师《小故事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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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教育

太上感应篇讲记（29）

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

　　这些都是义行。仁与义是忠孝的落实。

　　我们看到“凶”、“急”、“危”这些字，感触很深！

现在的凶灾危难太多、太严重了，几乎遍及全球。西方

古老的预言讲到世纪末的灾难，都说是“世界末日”，但

这是西方人和基督教、天主教的说法；佛法不讲末日，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一万二千年，目前刚过了三千

年，往后还有九千年。

　　预言说明大灾难的原因是众生造作恶业，上帝要

惩罚世人，要改造这个世界。但是却未提出化解灾难的

方法，唯有《圣经密码》的结论中说到，如果人心能回

头向善，这场劫难可以化解。但是也未能具体说明应如

何回头向善，所以这些远远不如《了凡四训》、《感应

篇》和《安士全书》说得透彻明白。

　　预言的依据不外乎三大类：第一是定功。禅定功夫

深的人，能突破时空看到过去、未来，这是最可靠的方

法，但是没有功夫的人就做不到。第二是用数学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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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科学之母，用数学推算也相当准确，但在推算

时，数字或运算稍有差错，则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所以，用数学推算，其准确性只能达到百分之七十。第

三是依赖鬼神，由灵媒与鬼神沟通，从鬼神处得知。但

其可靠性很难讲，有时很可靠，有时鬼神会开玩笑。鬼

神有五通，其能力并不大，而天神的能力又比鬼神高很

多。人与天神往来的例子虽然有，但非常少；而人与鬼

神往来的例子很多，可见于中国、外国的记载和传说。

　　儒家教导我们趋吉避凶的方法，孔老夫子教导我

们实事求是，都是观察祸福来临之前的预兆，所谓“上

天垂相”。上天垂相不是神的指示，而是自然现象。人

们可以通过这些自然现象，预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风

俗人情也属于自然现象的一类。仔细观察社会大众之所

想、所说、所做，就可预知此地区之吉凶祸福。若人们

心地善良，所思、所言、所行皆善业，此方人民必定有

福，此地必定是福地；反之，若人们所思、所言、所行

皆不善，此地必定有灾难。有智慧的人就会避开此地，

所谓“危邦不居，乱邦不入”。

　　凶、灾、危、急的根源何在？在于我们自己的心行

不善。一切人是自己的人事环境，一切物是自己的物质

环境，现今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追究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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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自己的存心不好，是自己做人没做好。古人懂得

这些道理，所以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帝王大臣就带头修

忏悔法，反省忏悔，改过自新，断恶修善，积德累功。

如果家庭遭遇不幸，则是全家人反省忏悔，改过自新。

　　佛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又说“相随心转”，俗称“

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所以有灾难发生，就说明

此地不是福地。如果我们肯修福，此地会变成福地，就

不会有灾难发生。综合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可

找出一条非常有效的消灾免难之道，就是“断恶修善”。

　　福从何来？福从善来，十善业道即是幸福之道。

如果我们发心为社会、为人民、为众生修学十善业，就

是真善；若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小团体修

学十善业，则无法转业，也无法消灾。个人虽然可以得

福，但福报太小抵不过业力。大乘经说，众生所造贪、

瞋、痴的业力之大，能敌须弥，能深巨海，小小一点五

戒十善岂能抵过！而心量愈大，福报就愈大，所以一定

要拓展心量，量大福大！佛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沙界，

所以福报大，没有任何灾难。心量小的人纵然修福，也

很难免除种种灾难。当然，修福肯定比不修福要好！

 >>续载中
华藏讲记组恭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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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飘香   《护生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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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答问

问：我从小就希望自己是个男生，经过很多的痛苦经

历，通过变性手术，终于成了一个男人。然而这样的人

是不能出家的，而且在我修行过程当中，也许是过去

世的冤家，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看到他，使我为之精神崩

溃。他下头有三个问题，我等一类众生，该如何修学方

能证菩提？

答：我们自己认为是佛弟子，受过三皈五戒、菩萨戒，

甚至于三坛大戒，佛菩萨不承认，自己要清楚、要明

白，有自知之明。我常讲三个根，要从扎根下手，扎

根头一个根是做人，学佛先把人做好。人都做不好，你

怎么能成菩萨、成佛？佛菩萨是人中最善的人，最完美

的人。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

父母，奉事师长”，你做到没有？我们今天提倡《弟子

规》，《弟子规》百分之百的落实、做到了，孝养父母

跟奉事师长你就做到了。

然后再继续看后面，“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慈心不

杀真正落实，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善因善果，恶因恶

报，落实在《感应篇》；第三个修十善业，《十善业道

经》。你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做佛的弟子。然后才能够“

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佛弟子。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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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皈是在家佛弟子，具足众戒就包括出家的佛弟子。所

以，它的基础是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十

善业》。没有这三个根，你受持三皈是假的，如果你真的

做到，你皈依三宝，依教奉行，没有受过三皈，也没有受

过五戒、菩萨戒，佛菩萨承认，护法神承认。

所以你要晓得，佛门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个话是五十六

年前我学佛，章嘉大师告诉我的。他老人家教我要真干，

譬如说五戒，你做到一条，你就真的得了一条戒。真的不

杀生，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伤害的念头，不杀生这条戒清

净了，你真得到。不偷盗，对一切众生他所拥有的一些财

物，绝对没有丝毫想占便宜的念头，不偷盗这个戒得到

了。不一定在形式上。受了，看到人家东西，心里还是想

占点便宜，你还有盗心。你起心动念，你想拥为己有，你

还有行动，不但犯了偷盗，又犯了偷盗戒，果报《戒经》

里头都有。你能相信，你能接受吗？你看看之后，你才晓

得那个事情的严重性，然后才晓得持戒功德无比殊胜，为

什么不去学？

佛法重实质，这句话我第二次听到的，是头一次跟新加坡

纳丹总统见面，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总统，他在竞选。在竞

选当中，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我跟他坐在同一个桌子

上，他看到我，我们很有缘，见面都很欢喜。他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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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印度教，他是印度人，他说我这一生当中对佛教最尊

敬，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了这个话，我都寒毛直

竖，因为从章嘉大师讲过之后，再也没有听到有人跟我讲

这个话。没想到他能说，我觉得他是内行，他不是外行，

很难得！所以修行你要重实质，不在乎形式。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你也是佛！你不要退心，不要沮丧，

你要相信佛这个话，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是。妄想

是很难放的，从执着，什么都不要执着。不执着的人能够

尊重别人的意见，别人意见错误的，我们也不必去辩驳。

如果不是大错，小小错误没关系，重大错误，要很慈悲、

很婉转的给他解说。这里头给他解说，对他尊重、对他恭

敬，他就能接受；如果用批评的态度，人家爱面子，明知

道错了他也不接受，这往往有之，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

一定委曲一点，多尊重别人一点，问题就化解了。所以你

要晓得，解决问题真的是在自己，不在对方。只要自己做

得很谦虚、很恭敬、很小心、很谨慎，你就得到别人的尊

重，只要他尊重你，他就能听你的。

问：我等不男之人，如何能在一生之内消清宿业转身为男

子，出家为僧？

答：这个不必这样执着，能出家是个缘分，你纵然今天真

的出家为僧，《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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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弥律仪》你真能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还是在家学

佛好。为什么？你做不到你把佛法形象破坏了。你出家为

僧干什么？来破坏佛教，不是成就佛教的。所以一定要知

道，在家学佛学好了再出家。自己修行真的有了成就，有

能力弘法利生，有能力护持正法，你再出家，那有大功

德。还是要把自己修好，不要重视这些形式问题。

问：佛陀曾说有《佛说转女身经》，应如何读诵受持，印

证佛法？

答：这个你也不要重视。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你就成佛了。西方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

都是即身成佛。不是成普通的佛，是成就无比殊胜的佛

果。

问：请问参加精进佛七，应如何以这句佛号真正降伏烦

恼，不受周边环境影响？

答：这些事情你参加佛七的时候，主七师会教你。但是真

正精进佛七的道场很少，现在我们晓得的，国内东北长春

百国兴隆寺，那边有常年精进佛七。我听说好像有三个念

佛堂，有一个是精进佛七念佛堂，你到那边去，那边的和

尚会教你。

节录自21-374-0001学佛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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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艺园地   食谱《莲海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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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空老和尚网路直播台

◎淨空老和尚最近讲演资讯，详细内容请参考
网路直播台  (CN 镜像站 )

法宝流通

◎淨空老法师讲演 CD、DVD 及书籍，皆免费结缘，
请就近向各地淨宗学会索取

◎台湾地区同修请领法宝，请至
华藏淨宗学会弘化网 - 法宝结缘

◎中国大陆同修请领法宝，请至
https://fabo.hwadzan.net/

信息交流

佛陀教育网路学院成立缘起：我们常常收到各地网路

同修来信，皆言及虽有心学佛，却不知从何学起，应

如何听经学习。又　淨空老和尚的讲演有大小性相，

各个宗派的经论典籍，法海深广，初学者不知修学之

次第，何者为先，何者为后，以故学而不得其宗旨，

始勤终惰，退悔初心，实为可惜！今佛陀教育网路学

院之成立，正是针对上述缘由，将现有网路的文字（教

材）与影音（讲演画面）合为一体，如同「网路电视

台」，为世界各地真正有志于学佛者，提供一个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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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随时随地不受时空限制的网路修学环境。网路学

院一切课程之排列，皆是以　淨空老和尚为澳洲淨宗学

院所订之课程，从初级到高级，从本科到专科的修学次

第，也是为实现澳洲淨宗学院将来能真正达到远距教学

的前哨站。今日社会是科技进步、资讯发达的时代，要

善用高科技宣扬妙法，阐释正教，令佛法传递无远弗

届，才将进一步利益更多学人，将般若文海遍及寰宇，

使一切有缘众生得佛正法薰习之机会。若有心想修学的

同修，可至佛陀教育网路学院参观访问。

淨空老法师英文网站  网址为

https://www.chinkung.org/，此网站主要以配合　

淨空老法师的和平之旅，同时接引国外众生认识佛

教。提供　淨空老法师多元文化理念及国际参访等相

关资讯。敬请诸位同修将此网址广为流通给外国同

修，让他们更有机缘认识佛教，功德无量！

淨空老法师专集大陆镜像站  网址为

http://www.amtb.cn/，方便大家记忆。大陆地区同

修可以就近访问这个网站。若同修于浏览中有发现任

何问题，欢迎来信告知，请至amtb@amtb.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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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法务讯息

＊华藏净宗学会法师习讲讲座公告

讲经时间：晚上19：00至20：30
讲经地点：华藏净宗学会二楼佛堂（台北市信义路四段333-1号2楼）

悟道法师讲经安排摄影、网路播放。其他法师不摄影、不安排网路播放。

欢迎莅临听讲，同沾法益。

＊网路播放网址：https://edu.hwadzan.com/live/wdmaster
                       http://www.shiwudao.net/livetv

7、21、28

6、13、20、27

5、12、19、26

2、9、16、23、30

4/14停讲

4/3~5

4/11~17

4/18

台北灵岩山寺—双溪小筑清明护国息灾系念法会

二〇二一辛丑清明祭祖三时系念祈福超荐法会

二〇二一辛丑清明祭祖佛七念佛共修法会

1、8

15、29了凡四訓（改造命運心想事成）

4/8习讲圆满

4/22停讲

华藏净宗学会法师 4月份讲经时间表

上悟下道法师 4月份护国息灾讲座 网路播放时间表

讲师 日期讲题 备注星期

上悟下道法师

一

太上感应篇撷要 二庄传法师

三

阿难问事佛吉凶经
庄慧法师 四

無量壽經

沙弥律仪要略增注

金刚经讲义节要

庄霖法师

庄闻法师

五

金刚经讲义节要

金刚经讲义节要

无量寿经选讲
三十三至三十七品

21：00～22：00

21：00～22：30

18：00～19：30

20：00～21：30

地藏菩萨本愿经

时间讲题 备注星期

每周三、四

週一～四

每周五

每週六

直播 (4/12~15)

重播

重播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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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讯息

「净空老法师专集网」於 1/2 日改为新网站 www.amtb.cn

旧网址改为 www1.amtb.cn

【下载】儒释道网路电视台 APP

淨空老法师专集网    

华藏淨宗弘化网

请关注加为好友以接收最新讯息

微信ID：amtbhz

Facebook

佛陀教育杂志由华藏淨宗学会组恭製

e-mail: amtb@amtb.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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